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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粤港澳院士峰会暨松山湖科学会议（统称院士峰会）新闻发布会11月
23日在广州召开。记者获悉，广东院士联合会与东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2021粤港澳院士峰会暨松山湖科学会议及第七届广东院士联合会学术年会将
于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东莞举行。2021粤港澳院士峰会以“数智驱动 芯
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助力“强芯”工程。院士峰会在总
体上设置了七大板块14个专项活动，包括全体大会、松山湖科学城系列活动、强
芯工程系列活动、院所（企）项目对接系列活动、松山湖科学会议系列主题活动、
院士专家湾区校园行——“我心向党 科学报国”院士面对面、伙伴之夜等。

松山湖科学会议及第七届广东院士联合会学术年会将同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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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盛会 人才盛会
50多位院士将出席峰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院士
联合会创会副会长何镜堂，东莞
市委常委、松山湖党工委书记刘
炜，广东院士联合会（粤港澳院
士专家创新创业联盟）秘书长卢
育辉，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钟靖平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何镜堂致辞表示，2021粤港
澳院士峰会是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后，粤港
澳大湾区第一次大规模的、高层
次的、高水平的科技盛会、人才
盛会。院士峰会不仅是一个学
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转化的
平台，也为两院及发达国家院士
们深入了解大湾区创新创业环
境提供了一个窗口，成为了国内
外院士专家们口口相传的年度
盛事，促进了院士们与大湾区、
科技界与产业界广泛的交流合
作，切实将院士的凝聚力、人才
的号召力转化为粤港澳产业发
展的推动力。

据悉，届时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高鸿钧院士、中国散裂中子源
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陈和生院士、
复旦大学原校长许宁生院士、九
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丛斌院士以
及2021年新当选的陈光院士、马
於光院士、孙军院士、夏克青院
士等 50 多位两院及发达国家院
士与来自粤港澳的100多位顶级
知名学者专家以及华为、紫荆文
化集团、迈瑞医疗、微创医疗、广
东光大集团、兰卫医学、扬杰科
技等 20 多家龙头或上市企业高
管将出席峰会。

粤港澳政府深入联动
“湾区格局”更高

卢育辉介绍，2021 院士峰会
筹办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及粤港澳三地政府的关心
指导和支持，更具湾区格局。港
澳特区政府首次深度参与院士
峰会。碍于疫情影响，全国政协
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
政长官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均将以线
上视频的方式出席峰会并致

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时
委派创科局局长薛永恒线上参
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专门
委派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代
表、科技厅厅长谢永强参会。港
澳八所主要高校一如既往地悉
数参与协办院士峰会，港澳高校
院士专家的创新创业成果将在
2021 院士峰会粤港澳院士专家
创新创业成果对接会上进行路
演对接。

松山湖科学会议启动
打造科学探索与成果转化
的高端会议品牌

粤港澳院士峰会自 2018 年
至今已连续四年落户东莞举办，
三年来院士峰会累计邀请了173
位院士到东莞，推动了一批高
端创新资源在东莞集聚落地，
已成为东莞层次最高、规模最
大的年度科技活动，也是东莞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
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东莞科
技创新实力的重要平台窗口。
在此基础上，东莞市政府与广
东院士联合会将再度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并共同策划松山湖
科学会议，打造在学术界和产
业界具有影响力的科学会议。
这必将对吸引高层次人才加速
向松山湖科学城集聚，加快建设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
启动区提供重要支撑。

松山湖科学会议将充分发
挥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密切联络
两院院士及发达国家院士的优
势，对标香山科学会议，借力共
同打造松山湖科学会议品牌，协
同国际、国家级一流学会及期
刊，由国内外顶尖科学家领衔，
全球范围内邀请专家学者，共同
探讨科学前沿突破性进展、交流
交叉学科发展新态势，分析科学
前沿新的生长点和新问题，推动
科学发展和学科建设，营造科学
民主的学术环境，促进学科交叉
与国际学术交流。坚持“科学”
同时兼顾“产业”，未来松山湖科
学会议期间配套举行松山湖科
学会议产业发展论坛，采取顶尖
科学家与产业界知名企业家“双
主席”模式，聚焦产业发展“卡脖
子”技术难题，促进应用基础研

究成果的工程化应用，打造科学
与工程技术的对接平台。

助力强芯工程
聚焦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是
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当前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
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的
产业，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基于此，
2021 院士峰会设置了强芯工程
系列活动，其中：大湾区第三代
半导体产业发展座谈会将围绕

“十四五”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
展规划，共同研讨第三代半导体
关键材料、功率器件关键技术研
发，促进相关材料及器件在下游
产业推广应用。集成电路产业
创新发展院（所）长论坛将邀请
国内高校科研机构集成电路领
域的院（所）长、院士专家、产业
界代表，分享半导体、集成电路
领域最新科研进展，交流探讨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及产业人才培
养的创新举措。

刘炜介绍，半导体与集成电
路领域是东莞未来重点发力的
新兴产业之一。东莞电子信息
产业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已逐渐
形成拥有上游的电子材料、中游
的电子元器件、下游的硬件软件
和信息服务等一整套生态发展
体系。而第三代半导体更是东
莞提前布局的重点产业，通过十
来年的培育发展，组建了松山湖
材料实验室、北京大学东莞光电
研究院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实
现 了 氮 化 镓（GaN）、碳 化 硅
（SiC）等材料和器件的自主研发
和产业化，培育了包括天域、中
镓、中图等一批行业隐形冠军，
且在松山湖区域呈现了资源加
速集聚的良好态势。

院士“天团”献计
助力松山湖科学城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
动区

今年恰逢松山湖建园 20 周
年，也是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
城）全面启动建设的开局之年。

刘炜介绍，松山湖科学城承载着
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先行启动区的重要使命，是大
湾区科技创新的战略平台，是东
莞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引擎，东莞
举全市之力高规格推进建设松
山湖科学城，以“源头创新—技
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
创新全链条为“四梁”，以重大科
技设施、重大科研平台、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科
技型龙头企业、高端创新人才、
高品质城市配套、一流创新环境
为“八柱”，加快构建全链条、全
要素创新生态系统。面向东莞
GDP 高质量稳定过万亿元和持
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进
一步发挥松山湖科学城引领作
用，东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高端人才以及各类创新资源的

“加持”。
在 2020 院士峰会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松山湖科学城发展
战略咨询座谈会基础上，广东院
士联合会配合东莞组建了科学
城科学顾问团，聘请了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高温超导
奠基人赵忠贤院士等 18 位战略
科学家出任松山湖科学城顾
问。2021院士峰会，包括但不限
于科学顾问的 15 位战略科学家
将出席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松
山湖科学城发展战略咨询座谈
会，“最强大脑”将持续为松山湖
科学城建设提供一流智力支持，
更高水平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
城）”，更高起点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院士带头倡议“我心向党 科
学报国”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
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建党百年来，我国的科学
家坚持听党话、跟党走，心系祖
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
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
善、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2021 院士峰会的院士专
家湾区校园行活动，黄旭华等老
一辈院士倡议“我心向党 科学报

国”，面向大湾区的大、中、小学
生，以座谈交流、科普报告、励志
报告等形式讲述院士们一心向
党、科学报国的成长、科研经历，
分享科学知识及为人治学的心
得体会，开拓青少年的视野，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科学家
精神，勉励青少年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志存高远、报效祖
国。何镜堂提到，院士湾区校园
行是院士峰会必选动作，院士峰
会的举办大大增强了青少年的
创新意识。据东莞教育局统计，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三届
院士校园行活动，42位院士开展
42场次院士进校园活动，累计受
众人数达 35000 人，线上直播受
众达110万人次。

政产学研金介形成合力
为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
里”按下快进键

2021年上半年，广东院士联
合会策划了“广东省制造业企业
家首席科学家顾问计划”、“走进
院士专家实验室”系列活动，通
过技术和人才需求征集、实地走
访企业、组织产学研考察等措
施，汇总了约 130 项院士专家硬
科技成果推送给企业，促进院士
成果与企业的对接合作。本届
院士峰会策划了粤港澳院士专
家创新创业项目对接会、院士企
业行等活动，促进院士与企业的
面对面交流。

卢育辉介绍，广东院士联合
会即将启动“伙伴 100”计划，以
服务院士、服务产业、服务社会
发展为原则，计划三年内定向邀
约100家具有旗帜效应和卓越影
响力，有志于做创新发展的探索
者、组织者、引领者，并具有高度
社会责任感的知名企业或机构，
搭建起科学家与企业家直接对
话、交流合作的平台，包括计划与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等知名
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以开放、务
实的态度，把“伙伴100”计划打造
成粤港澳大湾区“政、产、学、研、
金、介”多方参与的高端科技产业
交流对接平台，通过开放合作、
抱团进取，切实支撑企业创新发
展、支撑院士专家创新创业、助
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